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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前奉贤开展校车安全检查

春节档电影“受宠”

为师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本 报 讯 （记 者 凌姗珊 通 讯
员 赖黎明） 新年伊始，
为确保新学
期校车安全运行，保障师生交通安
全，2 月 20 日，区教育局、区交警支
队联合开展校车交通安全大检查，
为师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按照“不
漏一校一园，不漏一车一人”原则，
对每辆校车的车辆识别代号、轮胎、
行车标志灯、停车示意牌、安全锤、
安全带、逃生门及急救箱等逐项进
行了检查，确保校车状况良好。同
时，交警人员对校车驾驶人从业资
格、交通违法、校车标牌、运行时间、
行驶路线等基本情况进行重点查
看，提醒驾驶员按规定落实好校车
安全制度，要对校车及时进行保养
和安全检查，更新急救和防疫用品，

保障校车安全运
行。
检查结束后，
区交警支队车宣大
队队长金伟、局安
全应急办负责人张
青为校车驾驶员上
了一堂安全教育
课。他们分析了近
年来校车安全事故
典型案例，讲解了
校车超速、超员、酒
驾、醉驾等交通违
法行为的严重后果，要求驾驶员一
定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谨慎驾驶，
时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切实提高
法律意识、安全意识、责任意识，提
醒照管员照看好学生，确保开学后

住得近住得起住得惯
（上接 1 版）探索推进“青春里”
养老社区建设，积极回应“三块地”
改革推进过程中，农村老年人“原居
养老”的迫切需求。
2019年，
奉贤试点建设青村镇吴
房村
“青春里”
养老社区，
探索农村原
居养老新模式。
2020 年，
民政部门继
续全力推进建设庄行镇浦秀村、西
渡街道五宅村
“青春里”
养老社区，
挖
掘可复制、
可推广建设经验。
家门口健康快乐养老
熟人社区原居养老
1 月 29 日，在庄行镇浦灵路上，
10 多 位 工 作 人 员 正 在 浦 秀“ 青 春
里”养老社区进行最后的内部装饰
调整。虽然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
不少村里的老人三天两头都会来看
看，有的试试里面的设施设备，有的
带着小辈来看看环境。
“有意愿入住的村里老人都可
以来参观，我们正在进行调试，等
到所有设施设备都调整好了，功能
都完善了，年后我们就准备对外开
放。”浦秀村党支部委员金国平告
诉记者，“青春里”养老社区位于
庄行和西渡的结合部，处于庄行农
艺公园建设区域，交通比较便利，
周围田地绿化环绕，环境优美整
洁，建设初期就受到了村民的欢
迎。
“青春里”
养老社区原址是一家
塑钢门窗厂，是村里的集体建设用
地，村委会回购后重新打造，按照
原有建筑保留改建，以江南水乡风
格为基调，按照适老性、适用性、
实用性设置功能区，努力为老年人
居住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既
让老人有在家养老的生活氛围，又
能通过公共服务，得到无微不至的
关怀，从而提升了大家的幸福感。
市场化运营管理
差异化价格共享资源
位于金庄公路南侧的西渡街道
五宅村“青春里”目前还在建设中，
主体结构建设已告一段落，进入装
饰装修阶段。和浦秀村项目不同，
五宅村通过农民宅基地流转和农民
集中上楼的模式，盘活农村土地资
源，打造全新的养老社区。
整个项目以养老院规格建设，
共分为 3 个组团、一套综合楼，集合

了集中照护、日间照料、技能培训等
众多范畴，初步安排了 150 张床位，
按需设置小剧场、音乐室、书画室等
功能区域，建成后将既为住养老人
及家属服务，也将为周边村民提供
服务，着力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服
务综合体。
“今后，
我们是‘市场化手段、差
异化价格’模式实施运营管理。”五
宅村党总支书记沈波介绍道，
“村委
会会委托第三方运营，将一半床位
用于本地老人，一半床位向外区老
人开放，并以差异化价格实现资金
平衡，从而解决农村老人支付能力
不足的问题。我们本村老人住在这
里是有补贴的 相对价格会便宜，
差
异化的价格可以实现运营上的平
衡。
”
同时，通过农村承包地流转，
村
委会还计划在周边农田开辟花卉蔬
菜种植、果树采摘等休闲功能，
不断
拓展康复休闲等其它养老服务功
能。
幸福生活正青春
打造农村幸福养老社区
截至目前，奉贤区 60 周岁以上
户籍老年人口约 18.5 万，占户籍人
口的 34.04%，其中，农村老年人口
约 7 万，老龄化形势严峻。
“青春里”
养老社区建设并非简单的养老院，
更类似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新型养
老社区，让更多老年人“住得近、住
得起、住得惯”，实现“家门口”健康
养老、快乐养老。
区民政局副局长周斌表示，
2021 年，奉贤将继续加大城乡养老
服务一体化发展，因地制宜推进契
合奉贤养老服务需求的郊区养老服
务模式，
通过高水平发展、高品质服
务、高质量监管和多元化供给，
不断
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今年，奉贤还持续推进养老设
施服务的均衡布局，新增老年助餐
场所 5 个，改建认知障碍照顾床位
50 张，试点居家环境适老化服务改
造 50 户等，为广大农村老年人提供
优质的养老服务，让奉贤老年人晚
年生活，
更有幸福感，
获得感。
2021-2025 年期间，奉贤还将
继续有序推进南桥镇、奉城镇、四团
镇、柘林镇、金汇镇、头桥公司等地
的“青春里”养老社区建设。

袁泉专题调研奉贤新城规划建设
（上接 1 版）
予以更具战略性的追赶弥补。
他指出，奉贤新城要建国际一流城
市，要做好国际一流城市，要体现
未来城市魅力。奉贤要理清两张清
单，一方面学习全球优秀城市建设
中的优点、亮点，另一方面，要总
结各大城市建设考虑不足留下的遗

憾、缺点，严守底线，以人为本，
结合奉贤实际情况，建设一座绿
色、低碳、科技、人文的综合未来
新城。他强调，“谋定而后动，谋
定更要快动”，奉贤新城是“未来
新城”，要强化新城要素资源高效
组合；要强化超前设计理念，规划
时以未来为参照，地上、地下空间
同步规划，使之成为一座智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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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交通安全工作落到实处。
通过此次检查，进一步强化了
辖区校车安全管理工作，增强了校
车驾驶员责任意识，为新学期学生
平安出行创造了良好交通环境。

观影者以家庭居多
本报讯 （记者 邵毓琪） 春节
假期，观影仍是不少市民的休闲方
式之一，多部春节档电影自然也引
发了电影市场的高度关注。
《唐人街
探案 3》
《你好，李焕英》等电影受到
不少市民欢迎。
2 月 17 日下午 13 时，奉贤宝龙
横店电影城内人流络绎不绝，大厅
座椅上挤满了等待观看电影的市
民，自主取票机前也不时有市民前
来取票。有的和朋友结伴而行，有
的一家三口过来，互相分享观影感
受，
其乐融融。
不少市民冲着《你好，李焕英》
的高评分而去。这也是春节排片最
高的主打影片，
聚焦中华传统孝道，
情节戳人泪点。
“ 作为子女，我们应
该珍惜每一个当下，用心用情去尽
到为人子女的本分。”
刚走出影厅的

陈小姐还深深沉浸在剧情中。
在阖家团圆的日子里，不少人
也选择观看喜剧。
《唐人街探案 3》就
受到不少市民的青睐。
“这种
‘我说个
笑话给你听，你可别哭啊’的叙事方
式，
既挑逗了观众的笑神经，也不失
触动观众的后劲。
”
市民倪先生说，
这
部电影还十分烧脑，
从第一部里的密
室杀人到第二部里的连环杀人，
可以
说让观众在笑的同时，
思路也跟着紧
张的破案节奏一起走，
对于喜欢侦探
的观众来说，
看的也很过瘾！
“今年春节假期市民的观影热
情还是比较高的。”
奉贤宝龙横店电
影城负责人徐经理介绍说，来观影
的以家庭居多，利用春节假期一起
看电影，
一起笑一笑，
感受孩子的世
界，
讲讲生活的道理，
用一种独特的
过节气氛。

滚铁环 磨豆腐

在都市菜园体验旧时年味

本报讯 （记者 金丽娜） 老
舍曾在散文《过年》中说道，
“最令
自己怀念的，还是小时候过的年，
虽然那是些久远的回忆，但一切
又都是那样鲜活。”春节期间，在
上海都市菜园的博雅农园内，游
客不仅能看到名家散文中的老器
物，还能体验滚铁环、踩高跷、磨
豆腐等游戏项目，
品味旧时年味。
橙红色的变色瓜、红彤彤的
谜语彩条，博雅农园内洋溢着新
春的喜悦。在这里举办的“很久
以前，那时新年”名家散文老器物
体验展，让大小游客得以“回到旧
时岁月”。有小朋友走到了静态
展区，指着其中一件农耕器具问
道，
“ 爷爷，这是什么？”小朋友的

爷爷回答道：
“这是老式的脱粒
机，把水稻放在滚轮上，用脚蹬踏
板，稻谷就脱离出来了。”老器物
体验展让年轻一辈有机会了解过
去的农耕生活和历史，也勾起了
老一辈的回忆。
而在传统体验区，还有滚铁
环、踩高跷等怀旧项目。
“ 这是妈
妈小时候玩的游戏，你想试试看
吗？”对小邹同学来说，滚铁环并
不是一项简单的游戏。最开始尝
试时，铁环滚了一两圈就脱离了
他的控制，落在地上。于是，一旁
的工作人员主动上前，指导小邹
同学如何运用巧劲掌控住铁环。
经过指点后的小邹同学，在练习
了几次后终于能跑着滚铁环，让

铁环滚了一圈又一圈。
“比我想象
得要难很多，
但慢慢地就掌握诀窍
了。”小邹同学说，
“ 我玩得很开
心。”50 多岁的丁先生也体验了一
把儿时的游戏，
“滚铁环、
踩高跷都
是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
现在很少
有机会玩这些了。今年春节能体
验到这些游戏，
感觉很怀念。
”
另一边的石磨也吸引了不少
小 朋 友 的 注 意 。 豆 腐 的“ 腐 ”与
“福”发音相似，因此磨豆腐寓意
着“在新年收获幸福和福气。”往
石磨里放一小把黄豆，加一点水，
用力地来回推石磨，细腻的生豆
浆就从磨盘里渗出来了。经过后
续的几道工序后，就能做出嫩滑
的豆腐了。
“我体验了一下磨豆
腐，推石磨挺累的。”小丁同学说，
“体验了才知道，原来用传统方法
做豆腐这么辛苦。”
猜谜语、学纺织、打年糕……
这些新奇的体验让游客们感受到
了过年的热闹和欢乐。本次名家
散文老器物体验展将一直持续到
3 月 14 日，除了展览外，游客在上
海都市菜园还能体验蔬菜采摘、
越野卡丁车、儿童摩托车等丰富
活动。

新春

走基层

春节期间医院门急诊量总体平稳

节后核酸检测点未现
“长龙”
本报讯 （记者 金丽娜） 今年
春节期间，区中心医院急诊 24 小
时正常开放，门诊除大年初一、初
二、初三都正常开放，门急诊量总
体平稳。而在春节长假结束后，由
于返程高峰还未到来，自愿前来接
受核酸检测的市民人数也在正常范
围内。

市、海绵城市、韧性城市；要强化
解决问题的办法，新城公司、新城
推进办和相关单位要创新工作办
法，加强统筹协调，加快落地落
实，确保现有项目科学施工，确保
在建工程安全、质量和进度，推进
奉贤新城建设。
区委常委、副区长连正华陪同
调研。

2 月 18 日早上 9 点左右，春节
长假结束的第一天，就有不少市民
在门诊大厅排队挂号。据介绍，区
中心医院平日的门急诊量为 5000
至 6000 人次左右，而春节期间的门
急诊量远少于平时。
“大年初一到大
年 初 三 ，医 院 的 门 急 诊 总 人 次 在
1000 人次以下。”区中心医院门急
诊办公室主任孙伟说，
“从大年初四
开始回升，大年初六达到了 4000 余
人次。
”
而在医院的方舱核酸检测点，
为了应对后续的返工潮，目前医院
共开放了 4 个采样窗口，地面也设
置了一米线，提醒大家保持安全距
离。记者看到，现场有 30 多位市民
在有序排队，等待接受核酸检测。
他们大多是由于工作单位要求，在
回沪后再次进行核酸检测。黄女士

说：
“ 我是昨天从老家回来的，虽然
在老家已经做过核酸检测了，但是
厂里要求再做一次。”
据介绍，
大年初一至大年初三，
区中心医院每日核酸检测量约为
200 左右，从大年初四开始每日检
测量恢复到 1000 左右。从目前来
看，核酸日检测量比较稳定。而对
于接下来的返工潮，区中心医院也
有准备。
“ 我们增设了采样窗口，而
且在微信公众号上开通了核酸检测
预约和付费功能。”
区中心医院院内
感染与疾病控制处处长陆青松介
绍，
在“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就医
服务”微信公众号上进行预约缴费
后，市民可在采样时间段前往核酸
检测点检测，大大节省了挂号缴费
的排队时间，核酸检测报告也可以
在公众号上进行查询。

